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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锦

本报讯（刘 妤） 为贯彻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四好农村公
路”建设意见精神，确保 2020年实现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的“四好”新目标，近日，梁园区交通运输局多措并
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

该局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成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组织
指导、全面落实“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工作。二是夯实工作责任。
加大责任体系的考核力度，落实目标责任，分解工作任务，充实工
作力量，细化“四好农村公路”建设目标。三是开展示范创建。按
照“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和“经验突出、可推广、可复制”的原
则，开展“四好农村公路”创建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四是强化监督考核。成立督查组，对责任落实、资金
到位、建设质量、管理效果、工作进度等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及时
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五是落实资金保障。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监
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该局紧紧围绕“四好农村路”建设的
总体目标，坚持“建养并重、管养结合、统筹协调”的原则，抢抓

“三年行动计划”最后一年有限的时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
圆满完成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任务。

民权县

智能抄表终端安装过半

梁园区

推进“四好农村公路”建设

本报讯（王福宁）近日，宁陵县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组织相关人
员对全县6所驾校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情况进行整顿，为全县驾培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该县一是开展驾培市场专项整治活动，切实维护市场经营秩
序。今年以来，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共取缔“黑驾校”15家、“黑报
名点”20个。二是抓好教学过程管理。加强日常教学和培训阶段考
核工作的监督，严格“培训记录”签章制度，同时加大对师资力
量、硬件设施和科技手段的投入，改善学员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
境。三是强化行业的安全监管。通过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开展安
全知识宣传培训、及时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等工作，提高安全意识，
杜绝事故发生，树立良好行业形象。四是进一步规范培训行为。严
格落实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教学项目、教学目标和教学手
段，规范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行为，提升驾驶员素质教育。目前，
全县共有驾校6家，今年共培训汽车驾驶员3260余人。

宁陵县

整治规范驾培市场秩序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通讯员 王利全） 昨日，记
者从商丘中心汽车站获悉，该站将从安全、售票、服
务、应急等方面入手，备战元旦小长假。

该站认真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对周边环境和
站内主要岗位、重点部门巡查，严格落实“三不进站，
六不出站”“五不两确保”规定，对旅客行李包裹、托运
货物做到逢包必检、逢包必查，确保运输安全生产。

为方便旅客购票，该站根据旅客流量随时增开售票
窗口，调整车票预售时间，售票员 24小时值班不间断售
票。另外，“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畅行中原”官方微信综
合服务平台再添新功能，12月21日，“公路客运购票”正
式上线，市民可以通过手机提前购买汽车票了。目前，
该站已与河南省公路联网售票平台对接完毕。旅客足不
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售票平台、手机和微信选择始发地

“商丘中心汽车站”、相应的目的站、发车日期和班次，进行
班次、票价查询，可随时根据需要选择订票。网上、手机和
微信订票成功后，旅客在乘车当日凭身份证或取票密码在
该站的自助售票机上即可取票乘车，据了解，人工售票窗
口能购买或预订的车票，旅客均可从河南省公路联网售票
平台、手机和微信上操作订买。另外，该站还根据客流
流时、流量、流向，随时调配车辆，增开旅客密集方向
的加班车，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及时。

王建民：带病十年坚守农电第一线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一位朴实的农家汉子自学电工维修技
术，1996年成为了村民随叫随到的“电管
家”。2005年他患上了脑栓，治疗后留下
偏瘫的后遗症。即使这样，他还是借助一
辆电动车跑东家串西家，巡查线路，排除
故障，带病坚守在农电第一线，屈指数来
已整整十年了。他叫王建民，现年 52岁，
宁陵县一名普通的农电工，服务阳驿西村
700多户村民的生活和农业用电，他近 20
年的辛苦付出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

12 月 28 日上午，记者在宁陵县人民
医院见到了他。他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医
生却忙着给他输液治疗。这是他第四次病
发了，两天前他正跟一位用户解释用电度
数和抄表有误差的事，突然感到头晕手
麻，被 120急救车送到了医院抢救。说起

这病，王建民的妻子潘秀霞介绍，丈
夫患上偏瘫是在 2005 年 3 月的一天，
他正在村民家里爬到高处抄表，没想
到从梯子上摔倒在地，没了知觉，被
医院诊断为脑栓塞。经过两个月的治
疗，还是落下了偏瘫后遗症。

病愈出院后，王建民依然像往常
一样，天天准时赶往郑楼村给农户安
装线路，收缴电费，消除安全隐患。
初春异常干旱，家家户户都给小麦浇
返青水，王建民就忙得不可开交，这
家机井不出水，那家水泵不通电，他
就一会儿在东地一会儿在西地，骑着
摩托车来回奔波，午间根本顾不上吃
口热饭，晚上也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王建民记忆最深刻的是 2009 年 6

月 3 日夜，一场飓风夜袭宁陵大地，
成片的大树拦腰折断，乡村线路严重
受损，人们的生活陷入了“黑暗”。为
了抢修线路，早日给村民送去光明，王
建民和伙伴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抢险
的第一线。衣服被汗湿透又暖干，三
包方便面就是一天的饭食。待到三天
后的晚上，村里灯光一片明亮，精疲
力尽的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今年 11 月 24 日天降暴雪，地上
积雪近半尺厚，路上很快碾压结冰。
第二天早上，王建民夫妇正在吃饭
时，电话响了，是阳驿西村一家馍店
线路出现故障，催他去维修。王建民
饭碗一放，蹬上三轮车要出发。车轮
却陷在雪窝里一动不动，他妻子潘秀

霞劝他晚一天去修，他摇了摇头，说：“越
是天气恶劣，越是最需要上门服务。馍店
停电停工，老百姓吃什么？”潘秀霞一边埋
怨他“要工作不要命了”，一边帮他推出三
轮车，含着泪目送他颤巍巍地向西驶去。

王建民自知身体不好，每天都坚持服
药治疗，但最终还是被病魔无情地击倒
了。今年 9月，他正帮一户农家铺设线路，
又突然病发了，栽倒在地。经过医院CT检
查，他脑部双侧堵塞，病情恶化。幸亏治
疗及时，疗效较好，20天后出了院。没想
到，这次仅仅相隔三个月病情又再次复发。

“只有干好了工作，为老百姓全心全意
服务，我才能睡个安稳觉！”躺在病床上的
王建民一心想的，还是早日康复出院，把
农田里的变压器检修一遍。

本报讯（孙国峰）元旦即
将来临，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
在节日期间出行快捷安全，保
障辖区内公路安全畅通，宁陵
县公路局及早计划、早安排，
采取得力措施，对辖区公路进
行一次拉网式排查。

该局一是加强养护管理。
加强公路与桥涵的养护管理力
度，组织养护人员积极做好路
面保洁和上路巡查工作，并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治，彻
底清理路面、路肩和边沟内的
垃圾等杂物，组织各道班人员
对所辖路段的路林进行刷白，
为过往司机及广大群众提供良
好的公路通行环境。二是全面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

“双节”到来之前，组织有关
股室及技术人员对全县范围内
的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进行
一次全面彻底的排查工作，及

时排除安全隐患，切实将保障
公路畅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三是加强节日期间应急保
障和值班制度。各股室、道班
要认真做好节日期间的应急保
障和值班工作，严格执行领导
带班制度，局领导班子及各股
室、道班负责人必须保持手机
24小时开机，确保信息畅通，
一旦发生特殊情况，全局工作
人员做好保通工作。

本报讯（刘 斌） 从 12月
25日开始，梁园区运管局启动
元旦道路运输安全工作，多措
并举，确保元旦期间道路运输
安全、畅通、便捷。

该局成立节日运输领导小
组，精心部署，落实具体措
施，加强运力组织调度，提高
运输效率。充分运用GPS动态
监控平台加强车辆的动态监
管，禁止超速驾驶、疲劳驾
驶。深入开展隐患大排查、大

查整，对客 （货） 运、维修、
驾培等市场进行排查。督促客
运站严格落实“三关一监督”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
加大售票、检票、例检、门检
等关键工作环节监督和“三
品”的查堵力度，杜绝客运站
源头超载和危险品进站。加强
驾乘人员的安全教育管理，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同时，成立
志愿服务队，设立便民服务窗
口，免费为旅客提供开水、便

民药箱等服务。该局要求元旦
期间值班人员全部到岗，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根据旅客流
量、流向，合理安排运力，执
法人员加大节日期间道路运输
市场营运秩序监管，重点加强
对火车站、汽车站道路旅客运
输管理和巡查力度，严厉打击
无证经营等扰乱运输市场非法
经营行为，为广大群众营造一
个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
境。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实习生 王盛璋） 元旦小长
假即将来临，商丘火车站针对客流特点，精心部署，除
增加1对临时列车外，还采取便民措施，全力做好小长假
期间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元旦节日期间旅客舒心出行。

2016 年元旦小长假时间为 2016 年 1月 1日—3日。为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商丘车站根据往年客流和预售票情
况，申请加开管内临时旅客列车1对，分别为商丘—洛阳的
K5351次列车和洛阳—商丘的K5352次列车。

除此之外，商丘车站还向旅客公布了列车办理客运
业务停站及运行时刻。即K5351次：商丘 13∶23开、民
权 14:00/06、兰考 14:28/34、开封 15∶05/19、郑州 16∶
05/38、巩义 17∶35/39、洛阳 18∶18 到；K5352 次：洛
阳 8∶02 开、偃师 8∶26/32、巩义 8∶48/53、郑州 9∶
46/10:07、开封 10∶54/56、兰考 11∶24/27、民权 11∶
49/52、商丘12∶31到。

此外，该站制定了《元旦小长假客运组织方案》，对
售票组织、三品查验、候车组织、进站线路、站台乘
降、应急预案等重点工作进行细化，在旅客进站、候
车、乘降等关键环节上积极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昨日，商丘火车站工作人员向
乘客提供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昨日，旅客通过微信成功订
票。12月21日，“公路客运购票”正
式上线，旅客可通过微信平台购买汽
车票了。 王利全 摄

宁陵县公路管理局/ 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客运/新增微信购票渠道

铁路/加开车次满足旅客需求

随着元旦临近，出行旅客日益增
多。为了给广大旅客提供一个安全、便
捷、舒适的出行环境，近日，我市交通
运输部门结合各自实际，采取有力措
施，强化元旦运力准备和安全工作，全
力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刘玉宁) 为应对元旦出行高峰，市公
交总公司提前动手，制定措施，增加车辆班次，缩短发
车间隔，确保公交车辆安全有序运营。

该公司一是加大对车辆隐患排查整顿力度，对运营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严禁病车上路运营。二是制
订应急预案，针对客流猛增、车辆不足、道路拥堵等实
际情况，采取增加车辆、调整线路、增加区间车、线路
流水发车等灵活的调度措施，应对突发状况。三是严格
落实车辆出场前准备工作制度，坚持做到“六不出场”，
即车辆卫生不合格不出场、服务设施不全不出场、安全
检查不合格不出场、车容不整洁不出场、驾驶员证件不
符不出场、服装不整洁不出场。四是公司加强运营全程
的监管力度，由各营运分公司和稽查队、督察队对参加
营运的线路上线检查，杜绝线路违纪违规现象，力争使
车次率和正点率达到 98℅以上。五是规范驾驶员“一日
三检”制度和严禁乘客携带“三品”检查力度，确保车
辆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安全运营。六是正式启用火车南
站公交枢纽站纯电动汽车充电站，确保公司310台纯电动
公交车全部投入线路运营，给全市人民提供一个安全、
方便、舒适的乘车出行环境。节假日期间乘客遇到出行
乘车问题，可随时拨打公交服务热线2707110咨询。

公交/增加班次缩短发车间隔

梁园区运管局/启动道路运输安全工作

本报讯（王志刚 王 点）
为了做好元旦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商丘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十
一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全力编
织冬季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

该公司一是加大安全宣
传，加强消防管理。该公司利
用各种形式，提高广大司乘人
员冬季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
识。公司要求大家在做好冬季
安全运输的同时，一定要把消

防安全管理放在首位，并做好
防冻措施。公司要求各车队集
中时间将所管辖车辆进行安全
检查，严防疏漏，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排除火灾隐患，特别
是车用灭火器材是否按要求配
备、是否能有效使用，安全锤
是否齐全等，严格排查、细致
排查，做到 “谁检查、谁签
字、谁负责”。二是严格车辆
例保作业和车辆监控制度。认
真落实安全监控指标。进一步

加强车辆技术管理，做好车辆
二级维护作业，发车前、收车
后要按时保养，行驶途中驾驶
员要勤检查安全部件，特别是
影响安全的转向、制动、轮
胎、油箱是否漏油、车辆电路
是否整齐等要细致查看，坚决
排除隐患。三是严禁山区旅游
包车、严禁乘载学生旅游包
车、严禁短途车辆承接长途旅
游包车，杜绝超速、超员和疲
劳驾驶等违法、违章行为。

商丘交运集团/ 编织交通安全防护网
近日，为进一步推进电网智能化建设，民权县供电公司组织

六个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高低压变压器智能抄表终端进行安装。
截至12月24日，该县已经安装了1500多块终端设备，安装率实现
50%。随着智能抄表终端深化应用，该公司将会充分利用终端的自
动抄表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抄表准确率，标志着民权电网即将
进入电网智能抄表时代。 杨子卓 摄影报道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1月18日10时至
2016年1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郑州
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北、站南路西1号楼2单元23层23019号办公
房地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01799241，房屋所有权人
为李丽，共有人为盛公道。建筑面积为 375.17平方米，设计用
途为办公，钢混结构，配套设施有水、电、通讯、宽带、中央
空调、电梯、消防等设施。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朱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6423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29日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1月 15日 10时至 2016
年1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 ：
民权县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民权县汽车南站三面翻广告牌，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谢法官
联系电话：13037567486

民权县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30日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